
一尧引 言

美剧是美国电视行业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范围

最广尧影响力最大的节目类型袁其在中国的传播已

有近 40 年的历史遥 美剧在华传播始于中美两国关

系的全面正常化遥 1979 年袁随着中美正式建交袁两
国的文化交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袁双方很快签署了

一系列文化交流协议袁其中就包括我国国家层面对

美国影视作品进行引进和播出的相关内容遥 1980
年袁两部美剧叶大西洋底来的人曳和叶加里森敢死队曳
先后被引进中国并经由中央电视台播出袁迅速引起

了中国观众的追捧和热议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产

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袁激发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大众关于西方文化影响的讨论遥 从那以后袁美剧在

中国的传播便始终未中断袁其主流媒介也经历了从

电视尧录像带到碟片尧互联网的发展遥美剧在中国的

传播既是特定历史语境带来的必然结果袁也符合文

化全球化的一般趋势遥 但在这一过程中袁有一个问

题亟待回答院美剧在中国的传播究竟是一个野无差

别冶的过程袁还是一个依照不同类型形成了差异化

传播路径的过程要要要或者说袁野类型冶究竟在美剧在

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钥
类型研究是 20 世纪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式遥 野类型冶渊genre冤一词在字面意义上与野种类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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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美剧是美国电视行业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范围最广尧影响力最大的节目类型袁其在中国的传播

已有近 40 年的历史遥 美剧在中国的传播历程经历了 4 个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美剧的引进与电视传播尧20
世纪 90 年代消费文明驱动下的美剧传播尧新世纪伊始美剧的隐匿传播尧多元美剧网络正版传播时代遥 美

剧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典型的类型化尧差异化传播袁其效果取决于观众群体的文化需求遥 在社会变迁的不

同历史主题与观众群体多元化的接受动机下袁以情景喜剧尧科幻片尧动作片为代表的美剧主流类型成为在

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类袁其以独特的方式介入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建构遥 此外袁从制播尧营销尧价值三个维

度来看袁美剧在中国呈现出如下传播经验院美剧类型的繁多不仅要求其本身在制播过程中严格规范袁也要

求其必须进行以利润效益为追求的商业营销活动遥 与此同时袁包裹在不同类型外衣之下的美剧更致力于

覆盖尽可能多的社会群体的共同话题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大的价值认同袁不断寻求跨文化尧跨区域传播

的本质诉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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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kind冤尧野类别冶渊sort冤尧野型态冶渊type冤等词相近袁主要

指将研究对象按照特定的尧通行的尧约定俗成的标

准进行分类后所形成的认知体系曰而所谓的类型研

究袁 就是要通过对分类所依据的惯例和程式的考

察袁将拥有相同特质和元素的文化形式加以区分袁
并对其属性尧媒介和影响上的差异之处进行辨析遥
类型分析可广泛运用于文学尧绘画尧电影尧电视尧音
乐尧电子游戏等研究领域遥美国学者霍拉斯窑纽卡姆

在其著作中首次将类型分析运用到电视节目研究

中袁为后续的相关研究设立了典范遥 纽卡姆在书中

将电视节目划分为 8 个类型袁其分别对每一类型的

结构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袁并对这些结构特征与不

同社会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做出分析遥纽卡姆进而

提出袁电视在本质上是一种程式化的媒介袁而每一

种节目类型的形成都是某种野程式冶或者某系列野程
式冶发展进化尧不断改良的结果遥 纽卡姆强调袁类型

的形成与社会语境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袁对类型的考

察不能脱离对传播者尧受众以及社会文化的全面理

解遥而类型对于观众的收看和选择行为以及电视节

目的生产机制也有重要的意义[1]渊P22-24冤遥
美剧在进入中国的历程中袁除了为符合中国传

播规范而进行的内容删减外袁其本身的类型程式并

没有因传播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遥但从观众的角

度看袁对于不同类型美剧的接受程度却体现出了明

显的差异遥 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在中国受到广泛欢

迎的美剧类型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袁同时探讨某些

类型得以在中国流行的社会原因遥 本文是一项传

播文化史的研究袁主要借助类型分析方法袁通过对

既有的在中国传播美剧类型的深入整理和立体省

察袁实现对不同类型美剧在中国传播规律的准确分

析遥 此外袁本文还将尝试对美剧在中国传播的运作

体制和推广策略进行探讨遥

二尧概念辨析与文献回顾

在对美剧类型进行历史性梳理和系统阐释之

前袁我们首先需要对野美剧冶的概念内涵进行辨析遥
纵观相关研究文献袁对野美剧冶这一概念进行界

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院一是将某种具体的节目类型

等同于野美剧冶袁例如认为美剧就是肥皂剧尧情景喜

剧等等曰二是直接将野美剧冶一词视为野美国电视剧冶
的简称[2][3]遥 这两种界定方式显然都是非学术性的遥
众所周知袁文化产品的跨域传播往往要经由翻译的

过程袁除对文本本身进行译介外袁产品的名称尧类型

和指称范畴亦必然经历了本土化的吸收和变异遥针
对野美剧冶的概念界定袁也存在着概念在跨域传播过

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并约定俗成地被使用这种本

土化现状遥 我们从名称译介尧指称范畴和传播载体

3 个层面上对野美剧冶一词在中国语境下的概念内

涵做出辨析遥
首先袁需要指出的是袁在英文中并没有对该词

汇的直译袁拘泥于字面意义的翻译和理解对野美剧冶
概念进行界定显然是不适合的遥 通常情况下袁美国

的电视节目多以类型进行界分[4]遥 比如袁纽卡姆将

美国电视节目类型分为情景喜剧和家庭喜剧尧西
部剧尧神秘剧尧医生律师剧尧探险节目尧肥皂剧尧新
闻类体育类纪录片类以及新型节目等 8 个类型[1]

渊P25-211冤遥
其次袁野美剧冶不完全等同于野美国电视剧冶遥 由

于受到汉语简称习惯的影响袁国内学界及业界多认

为野美剧冶一词是对应野美国电视剧冶的缩略词遥 但

事实上袁美国电视产业中并不存在野电视剧冶这一概

念遥 野电视剧冶在中国特指在电视上播出的一种虚

构的尧连续性的叙事艺术袁而野美剧冶是一个涵盖剧

情剧尧喜剧尧真人秀等各类不同节目形式的概念遥
第三袁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下袁美国本土的大量

野美剧冶 并不是通过电视媒体而是通过各种类型的

数字媒介形式播出袁如果只把野美剧冶中的野剧冶理解

成为野电视剧冶袁也是不符合当下影视作品跨平台尧
跨媒介传播现状的遥技术的发展和转变在不断拓展

着野剧冶的内涵遥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袁美剧早已打

破传统电视媒体播出的渠道限制袁在网络新兴媒体

上逐渐兴起并分流大批传统媒体的受众遥
事实上袁 在美国电视节目在华传播的早期袁也

并未出现野美剧冶这一指称袁野美剧冶一词在中文语境

下的出现是新媒体时代到来之后的事遥 也就是说袁
当野美剧冶一词诞生的时候袁中国观众的主流接受方

式早已互联网化遥 因此袁野美剧冶中的野剧冶其实是一

个相当抽象的概念袁实际上是其粉丝依据历史审美

经验而创造出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指称曰我们对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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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袁也不宜过于野实在冶遥
自 2005 年以来袁以叶老友记曳叶越狱曳为代表的

美剧风靡国内市场袁美剧正式成为一个显著的流行

文化现象遥 同时袁国内学界也涌现了一批相关学术

研究袁这些研究多从传播学尧影视艺术学以及文化

产业等学科视角切入袁对美剧的产业尧制播模式尧内
容文本尧受众等传播要素的讨论均有所涉及遥 其中

绝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剧本身的内容文本尧
受众接受以及传播效果的描述遥如吕晓志考察了美

国情景喜剧类型的发展历程袁指出情景喜剧这一电

视艺术源自根植于美国大众文化深层次的广播艺

术形式袁而它在美国的发展和流行也并非偶然[5]遥苗
元华详细讨论了犯罪类型美剧的多元叙事形态袁
认为犯罪剧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是叙事重点袁 但是

也有可能对观众产生不可预估的消极影响[6]遥 田浩

以美剧受众为考察核心袁通过实证方法袁剖析了美

剧吸引力的内外心理场的构建方式[7]遥 何国平和姚

瑶则从传播技术的层面分析了叶越狱曳受到受众推

崇的原因袁同时也指出网络影视传播过程中的版权

隐患问题[8]遥 赖黎捷尧黄慧以美剧叶风中的女王曳的
受众迷群为研究对象袁分析了粉丝以网络为平台进

行评论文本生产和身份建构的行为等等[9]遥 值得一

提的是袁美剧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是美剧研究中极为

重要的一部分袁同时也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热点话题

之一遥 例如王亚楠系统阐述了叶生活大爆炸曳的跨

文化传播力袁认为其传播过程对中国影视剧的对外

传播有启示性的意义[10]遥 同样袁刘娜尧侯麟娟也以美

剧叶生活大爆炸曳中出现的中国元素的符号为切入

口袁阐述了野刻板印象冶是如何通过大众媒介在受众

心目中建立的[11]遥 近年来袁伴随着新型数字媒体的

勃兴袁美剧在生产和播出过程中的流媒体转向同样

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遥 例如陶梦頔尧王甫即认为美国

流媒体网络平台巨头 Netflix 的交互式美剧播出新

样态赋予了美剧全新的叙事特征袁并且向观众提供

了其他美剧传统播出平台所不具备的沉浸式体验袁
而这也对当下的网络视听内容产业的创新发展具

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12]遥
综上所述袁国内学界针对美剧的传播规律和经

验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遥 但是袁现有研究

多为描述性研究袁缺乏对美剧在中国本土传播的历

时性分析与系统性理论阐释遥 在全球化背景下袁美
剧的成功对外传播并不是偶然现象袁而是美国的电

视工业遵循着特定的文化发展逻辑尧有意识地采取

了具体传播策略的结果袁而类型化就是其中一种十

分重要的策略遥

三尧美剧在中国的类型传播历程

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视史袁我们不

难发现美剧在中国传播的历程经历了 4 个阶段遥

渊一冤初涉中国的局部经验院20世纪 80年代美

剧的引进与电视传播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极为独特也

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袁这一时期国内外政治环境均

有崭新的变化院与欧美国家邦交的正常化与改革开

放进程的启动令中国全球政治外交局面逐步拓宽袁
为美剧跨越政治壁垒进入中国奠定了必要的政治

文化前提遥 面对全国亿万电视观众袁一时间猛然扩

大的电视节目消费群体和匮乏的节目资源之间的

矛盾凸显出来袁电视台出现了节目饥荒遥 在这样的

现实契机下袁境外引进译制作品就成为了一种务实

的选择袁这一选择既对开放的时代政治文化氛围做

出了积极回应袁也有效地解决了稚嫩的中国电视业

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一个重大的危机[13]遥从 1979 年

到整个 80 年代期间袁 中国引进播出的美剧从数量

和类型上看都不算丰富袁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力非

其他境外渊如日本尧中国香港冤电视剧可比遥 从类型

上看袁科幻片渊如叶大西洋底来的人曳叶时间隧道曳冤尧动
作冒险和警匪侦探片渊如叶加里森敢死队曳叶斯蒂尔

传奇曳叶神探亨特曳冤以及传统美式剧情片渊如叶鹰冠

庄园曳冤最受观众欢迎遥
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艺界袁精英话

语在知识界备受推崇袁 从而深刻地影响到电视文

化的形态[14]袁但随着港台歌曲尧喇叭裤尧通俗小说尧
霹雳舞等通俗文化样式的流行袁大众文化以生机勃

勃的势头开始兴起袁电视节目的大众文化属性也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明朗遥 在这一时期袁我国主流

电视台引进的境外影视作品以电影居多袁而美剧作

为诸多国别影视作品之一袁自然无法在类型上包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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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遥但是美剧的引进不仅让国内观众见识到与国

产电视剧大相径庭的故事主题和内容袁其类型化生

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中国观众此后对特定电

视剧类型的审美倾向遥

渊二冤产业化与国际化构想院20世纪 90年代消

费文明驱动下的美剧传播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袁以流行音乐尧通俗文学尧
明星制和通俗影视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景观在华

夏大地悄然潜滋蔓长遥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袁大
众文化在消费文明的带动下以强有力的姿态介入

并参与了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重构袁主导

了人们的各种通俗化尧娱乐化尧世俗性的需求袁一个

全新的文化语境渐次生成遥
海外引进的影视剧无疑成为这场大众文化热

潮中难以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尤其是带有鲜明商

业化尧娱乐化特征的美剧袁更是成为中国大众文化

形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遥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较

为丰富的美剧类型中袁 鲜有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

叶大西洋底来的人曳和叶加里森敢死队曳那样的野现象

级冶个案袁但更加细化的类型选择却在总体上更好

地满足观众日益多元化的观赏诉求遥 除在 20 世纪

80 年代颇受观众欢迎的科幻类型尧 动作冒险类型

和剧情类型剧外袁情景喜剧尧肥皂剧尧爱情类型以及

一系列由美国畅销动漫作品改编类型的美剧都活

跃在电视荧幕中袁为观众带来各式各色的美式剧情

片体验渊见表 1冤遥
在诸多美剧类型中袁以叶成长的烦恼曳为代表的

情景喜剧最令人瞩目 遥 情景喜剧的英文原称

situation/situational comedy袁指的是野一种叙事性系

列喜剧袁长度一般为 24~30 分钟袁有固定的演员和

布景冶[15]遥 1982 年中国引进并播出的美国情景喜剧

叶火星叔叔马丁曳 成为中国观众接触到的第一部美

国情景喜剧遥 20 世纪 90 年代初袁上海电视台连续

两年播出叶成长的烦恼曳袁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遥 从

类型谱系上来讲袁叶成长的烦恼曳 是典型的情景喜

剧袁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观众展现了一幅理想

化的现代家庭伦理图景袁可以称得上是美式情景喜

剧在中国传播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作遥该美剧不仅是

伴随一代人成长的集体童年回忆袁也为中国电视剧

后来的创作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启示性功能遥

表 1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引进播出美剧的类型概况

20 世纪 90 年代引进播出的肥皂剧凭借其别

致的故事构思也深受大众的喜爱遥在中国播出的两

部美国长篇肥皂剧巨制叶鹰冠庄园曳和叶豪门恩怨曳
都专注于讲述美国富裕阶层家庭内部的权力争夺

和勾心斗角的故事袁向观众展现了一个红酒庄园世

家和一个石油巨头的奢华上流社会生活遥在动辄上

类型 剧名

情景喜剧 叶成长的烦恼曳Growing Pains

肥皂剧
叶王朝曳Dynasty
叶浮华世家曳The Colbys
叶豪门恩怨曳Dallas

西部类型
叶女医生曳Quinn袁Medicine Woman
叶天堂镇的枪声曳Guns of Paradise

科幻类型
叶太空学校曳Space Academy
叶时空隧道曳Time Tunnel
叶方舟 2 号曳Ark II

冒险尧动作类型

叶空中飞狼曳Airwolf
叶亡命追凶曳Fugitive
叶霹雳娇娃曳Charlie爷s Angels
叶侠骨柔情曳Scarecrow and Mrs. King
叶霹雳游侠曳Knight Rider
叶铁血雄鹰曳L.A. Heat
叶天使的愤怒曳Rage of Angles

奇幻类型

叶侠胆雄狮曳Beauty And The Beast
叶闪电侠曳The Flash
叶克拉克与路易斯:超人的新冒险曳Lois & Clark: The New Adventures
of Superman
叶女超人曳Supergirl

爱情类型

叶夜色温柔曳Tender Is The Night
叶重返伊甸园曳Return to Eden
叶待到重逢时曳Till We Meet Again
叶浪漫之旅曳Fine Romance
叶荆棘鸟院离别的岁月曳Thorn Birds袁The Missing Years
叶大饭店曳Hotel
叶霓裳恋曲曳Scruples
叶好莱坞丑闻曳Hollywood Wives

历史类型

叶奥林匹克之王院 艾佛里窑布伦戴奇的生活与爱情曳King Of
Olympic院The Lives and Loves of Avery Brundage
叶晨星之子曳Son Of The Morning Star
叶根曳Roots
叶拿破仑与约瑟芬曳Napoleon and Josephine院A Love Story
叶后代曳Descendants

犯罪类型

叶爱情与谎言曳Love, Lies & Murder
叶亡命追凶曳Fugitive
叶曼特窑豪斯顿/富豪侦探曳Matt窑Houston
叶黑暗的公正曳Dark Justice
叶缉毒特警曳DEA
叶糊涂侦探曳Get Smart
叶哑女检察官曳Reasonable Doubts

剧情类型

叶成功湖的秘密曳Secret Of Lake Success
叶钻石王朝/谋略大师曳Master of the Game
叶五号摄影棚曳Studio 5-B
叶海岛之子曳Island Son
叶谁是母亲曳Baby M

动漫改编
叶超人曳系列 Superman Franchise
叶闪电侠曳系列 The Flash Franch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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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集的肥皂剧中袁情节和人物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

逐渐模糊袁但剧中随处可感的美式奢华之风以及物

质享乐的符号表征却是历历在目遥 在故事叙事之

外袁肥皂剧也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隐匿于大众商品

的通俗性和娱乐性之中进行着普遍的传播遥
奇幻类型也是颇具特色的美剧类型之一遥中央

电视台叶正大剧场曳栏目播出的叶侠胆雄狮曳袁以及后

期的叶超人曳系列尧叶闪电侠曳系列都用超越现实的想

象袁为中国观众勾勒出奇幻的叙事图景遥 如同当年

引起热潮的科幻美剧一样袁奇幻片将现实和幻想相

互交织袁用美好的符号外衣来遮盖现实的不尽如人

意袁满足人们的想象遥
爱情类型尧西部类型尧犯罪类型和剧情片等以

现实主义题材为基调的类型美剧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活跃在电视屏幕中袁为观众呈现了更多面的美

国现代社会风貌遥以讲述美国黑奴历史的话题性作

品叶根曳及其续集叶后代曳为代表的历史类型美剧也

受到很多中国观众的欢迎遥 此外袁还有部分动作冒

险类型美剧让 20 世纪 80 年代观众的审美喜好得

以延展袁叶霹雳游侠曳叶空中飞狼曳等动作冒险剧也因

此拥有相当数量的忠实观众遥
在旺盛的民间文化消费需求和消费主义话语

合法化过程的驱动下袁20 世纪 90 年代美剧在中国

的类型化传播逐渐成熟袁比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剧

更深刻地参与建构了中国观众的公共文化生活袁成
为形塑中国大众文化风貌不可忽视的文化要素遥

渊三冤暗潮涌动的野地下冶经验院新世纪伊始美剧

的隐匿传播

新世纪伊始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袁开始更

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建构遥 在政治文化

话语体系内袁影视作品被视为国家软实力建构的重

要载体袁成为中国野大国崛起冶话语实践中的一个焦

点议题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美剧在中国传播的类型化

过程必然要拥有比以往更复杂的动力机制遥
对这一时期的美剧观众来说袁 那种传统的尧对

外国引进影视作品进行野二次加工冶的译制片机制

已经不能满足其日益细腻的消费需求袁故而随着便

携播放介质以及互联网的崛起袁电视开始不再是中

国观众观看美剧的主要途径袁越来越多青年观众开

始热衷于通过盗版光盘和 BT 下载等野隐匿的渠道冶
接受美剧袁美剧文化在中国开始拥有一定的野亚文

化冶成色遥 由于新的渠道绕开了中国的电视剧审查

制度袁 故观众所能接触的美剧类型进一步丰富起

来遥 动作冒险类型尧剧情类型尧肥皂剧尧爱情类型以

及科幻类型等美剧都在中国有了更丰富的传播渠

道袁形成了各自的粉丝群体遥其中袁情景喜剧因其剧

情日常化尧对白密集尧语音标准等特征而兼具文化

教育功能袁 成为很多中国在校大学生学习英语尧了
解美国文化的野教材冶遥比如袁曾有学者通过对比叶老
友记曳渊Friends冤中的语料和真实日常对话袁认为叶老
友记曳 中的对话具备日常对话中的语言学特征[16]遥
在当时袁叶老友记曳尧叶人人都爱雷蒙德曳尧叶宋飞正传曳
等原声情景喜剧成为了大学生广泛观看尧模仿和学

习英语的材料遥 目前袁情景喜剧依然是中国美剧受

众较为欢迎的类型之一袁 就是源于这一类型在 20
世纪初的在中国传播实践中积累的野教材效应冶遥

渊四冤错综复杂的多元传播网络院美剧网络正版

传播时代的来临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袁 中国互联网版权和

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不断健全袁使得美剧的野盗版冶
传播渠道日渐走入低谷袁以主流互联网播出平台为

载体袁基于正常版权购买和引进的美剧传播方式逐

渐成为主流遥政策环境的正常化使美剧在中国的传

播达到了鼎盛时期遥 2009 年袁优酷率先购买版权并

成立美剧频道袁 将美国 CW 电视网的青春偶像剧

叶吸血鬼日记曳系列作为重点产品加以放映和推介袁
迅速建立起知名度遥 随后搜狐视频尧腾讯视频等门

户网站也上线美剧频道遥 由于有了合法的传播渠

道袁美剧文化的野正当性冶也得到提升袁大众媒体上

关于美剧文化尧价值尧意识形态的讨论也日渐丰富遥
无论从数量还是类型上看袁这一时期在华传播

的美剧与以往相比都更为丰富遥 从优酷视频尧搜狐

视频和腾讯视频的美剧收看数据可以看出袁主流视

频网站上较受中国观众欢迎的美剧类型大致有以

下几种院情景喜剧尧动作类型尧悬疑类型尧科幻类型

以及剧情类型遥 除情景喜剧外袁当前美剧几乎都是

多种演剧类型的混合袁几乎没有单一类型的美剧遥
其中袁 如下几种类型在中国的观众群体中深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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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袁得到长足的发展遥
动作尧冒险尧犯罪类型美剧在中国深受观众欢

迎遥 这些类型的美剧生产机制高度成熟袁十分擅长

叙事节奏掌控袁剧情毫不拖沓袁冗余且不必要的剧

情人物较少袁加上眼花缭乱的打斗场景袁在给予观

众强烈的代入感的同时也满足了观众在视觉上的

感官需求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产电视剧在该类

型片领域的空白遥动作冒险类型的美剧通常不太注

重思想深度的挖掘袁编剧不会刻意采用晦涩的语言

或镜头袁因此观众可以获得轻松的观赏体验遥目前袁
这几种类型经常出现在同一部剧集当中袁以某一种

类型单独创作的剧集已经非常少见袁类型间的融合

也就成为剧集在创作过程中能够有所创新的关键

所在遥
情景喜剧在这一时期持续受到观众的追捧遥这

种类型多年来延续对中国观众所心仪的温情主题

的传达袁其具体情节也能够让中国观众产生强烈的

共鸣遥 在众多情景喜剧中袁2009 年搜狐美剧频道正

版引进的叶生活大爆炸曳袁至今依旧是搜狐美剧频道

上点击量遥遥领先的情景喜剧遥 剧中主角们身上

体现的宅文化尧理工男的笨拙憨厚以及独特的野天
才性感冶袁都是吸引中国观众的重要元素遥

这一时期新崛起的类型是青少年类型美剧遥这
种类型剧围绕青少年的成长展开袁呼应与青春期相

关的种种社会问题遥 同时袁为迎合青少年观众的心

理特征和接受需求袁剧情常常融入奇幻尧悬疑尧超自

然等元素遥 中国近年来的主流青春偶像剧中反映

青少年现实生活的类型题材普遍缺位袁而美剧中的

青少年剧恰好对中国在这一部分电视剧类型的欠

缺进行了补充袁青少年剧也成为了一个让国内较为

年轻的受众群体了解美国青少年文化的开放窗口遥
科幻类型也是当前在中国很受欢迎的美剧类

型遥 科幻作品的产生始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好奇袁
原子能尧航空航天以及人类首次踏上月球等科学探

索实践都让公众对科学产生了无限的幻想遥进入新

媒体网络时代后袁主流视频网站的美剧频道中也常

有精彩的科幻美剧呈现遥科幻类型美剧中严谨的科

学理论与合理的想象力的结合凸显出娱乐性尧科幻

性以及商业性并重的创意特征袁加上精良的制作为

观众带来精彩的视听奇观袁吸引了观众对这一类型

剧的喜爱遥
近些年袁野奇幻冶作为文学类型和电视剧类型也

逐渐进入了中国观众的视野遥奇幻类型最明显的特

征是故事发生在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或宇宙中遥作
为奇幻美剧的代表袁HBO 出品的 叶权力的游戏曳在
中国收获了海量粉丝遥 作为一个野超级 IP冶袁叶权力

的游戏曳通过缜密的运作从多方面渗透到流行文化

当中袁不断扩大其自身的影响力袁成为该类型的一

个样板遥
最后袁政治类型剧是美剧中较为特殊的类型之

一袁其以描绘政客或者各类政治事件为主要的故事

情节遥政治类型美剧看似围绕着美国政治体制做文

章袁 事实上其剧情与真实的政治环境相差甚远袁往
往经过了大量戏剧化的处理遥 大部分政治类型美

剧在创作中往往会与其他电视剧类型 渊如惊悚剧冤
相结合袁并非单纯地以纪实的手法来表现美国真实

的政治生态遥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莫过于描述美

国国会和白宫权力斗争的叶纸牌屋曳遥
整体而言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中国观众带来

数量更多尧类型更丰富的美剧作品袁在当前的媒介

环境下袁国内传播的美剧类型基本已经囊括美剧的

所有类型遥 随着美剧近年来在国内的影响力的增

长袁国内主流视频网站传播的正版美剧以及其他渠

道传播的美剧都更加多元袁越来越丰富的美剧让中

国观众有了更多元化的选择遥

四尧美剧在华传播策略及规律

美剧在中国的流行不仅在类型上与不同时期

社会变迁状况呼应袁也与其本身的生产制作模式有

着紧密的关系遥 在中国流通环境下的美剧兼具三

种属性院艺术品尧商品以及文化制品遥 本部分就从

这三种属性出发袁结合前文的历史梳理袁探析美剧

在华传播策略及规律遥

渊一冤作为艺术品的美剧院制播策略

作为艺术品的美剧袁其高质的艺术样貌和审美

水准既是创作者才华的结晶袁又是美国各类播出机

构与制作机构之间既相互独立尧又互相制衡的机制

作用下的产物遥这种机制下催生的美剧是创意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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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尧制作最为精良的袁从而让美剧引领全球流行

美学风尚遥无论是传统的广播电视行业还是新兴的

流媒体公司都对制播过程进行严格的规范以保证

美剧的艺术品特质遥
美国学者乔治窑康姆史达克渊George Comstock冤

将美国电视的基本范式总结为自主尧娱乐和竞争三

种[17]袁时至今日袁美国的广播电视业依然遵循着这

样的范式在发展和创新遥美剧的制播始终是贯穿美

国电视产业的重要环节袁其中电视网和制作公司各

司其职院电视网对各类新剧的选题和提纲进行严格

的筛选袁并提供相应的资金进行拍摄曰专业制作公

司则负责拍摄团队的组成尧演员的面试以及后期制

作等具体的生产流程遥 同时袁制作公司还要以编剧

为核心进行创作袁保证制作出高质量的电视剧遥 在

任何一部美剧的完整开发流程中袁制作公司都必须

与播出机构保持充分的沟通袁并且根据播出机构的

意见进行创作上的修订袁这也说明了美剧的播出平

台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袁而每年多如牛毛的制作公司

之间必须展开激烈的内容竞争袁这也确保了呈现在

观众面前的美剧一定具有最出色的创意和最为精

良的制作遥
近年来在新媒体技术和媒介力量的推动下袁以

Netflix 为代表的流媒体互联网视频供应商纷纷崛

起袁在与传统电视媒体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袁其甚

至改写着美国电视的制作尧播出以及观众的接受方

式袁重塑着整个美国电视产业的生态和格局遥首先袁
流媒体公司近年来采用的大体上是外购与自制相

结合的内容供给方式袁除了主攻自制剧的市场袁提
高自制剧质量外袁数字媒体公司也同时在积极进行

各类节目的版权交易袁力求在追寻原创之余也能为

用户提供优质的外购内容遥 其次袁在线流媒体供应

商依托的网络平台袁抛开了电视网和有线频道的条

条框框袁Netflix 等视频网站在原创内容的创作上拥

有较高的自由度袁这也是新兴媒体不断吸引着好莱

坞名导名演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遥 再次袁长久以

来美国电视业在电视节目的播放频率上保持着周

播的规律袁 但 Netflix 自制剧的推出则改变了观众

的收看习惯遥 早在 2014 年袁Netflix 就看准了网络

用户的市场袁其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用

户有一次性观看 4 集或以上的电视节目的观看习

惯袁这一行为被定义野疯狂收看冶遥 此外袁Netflix尧Am-
azon尧Hulu 等新兴媒体利用互联网的先天优势袁让
用户自行选择订阅喜爱的节目袁最大程度做到了满

足观众不同的口味和需求遥

渊二冤作为商品的美剧院营销策略

美国电视业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设定为是一种

商业行为[17]遥 商品的推广过程自然少不了必要的营

销手段以达到利润效益的最大化袁而美剧也同样如

此遥 创作主体在构建出美剧的内容形式后袁商业化

的电视产业环境则赋予美剧第二层的商品属性遥
结合美剧在中国的传播现实以及美国电视业

的营销手段袁当前较为明显的美剧营销策略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首先袁美剧对大型 IP 价值的充

分挖掘袁联动地尧捆绑地对 IP 衍生出的周边制品进

行整合营销遥 以好莱坞 6 大主流公司为主的媒介

集团所掌握的各类大型 IP 具有极强的开发力尧联
动力和衍生力袁 近年来更是持续地发挥着巨大的

IP 影响力袁 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均取得了可喜

的营销效果遥 第二袁在新媒体环境下袁美剧的各类

在线数字营销手段层出不穷遥 从美国的社交平台

脸书和推特到国内的微博和微信营销袁美剧利用各

类数字营销手段袁借助互联网这一传播介质突破了

时间尧空间和地域的限制袁发挥着广泛的传播力和

影响效力遥 第三袁美剧在营销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受

众需求为导向的原则尧对观众的细分定位袁从而促

进了不同电视类型的形成和演变袁用精准的节目类

型来吸引不同的受众群体遥 此外袁让受众更多地参

与到美剧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也是当下美剧营销

中受众导向的重要体现遥 第四袁积极寻求美剧的跨

国运作袁也是美剧对外传播袁尤其是对中国传播过

程中的重要的营销手段之一遥 近年来美剧发行方

与中国几大主流视频网站都达成了战略协议遥 第

五袁长远稳定的品牌运作也是美剧重要的营销手段

之一袁 这一点在美剧向中国传播中的效应尤为凸

显遥 对于广大中国观众来说袁不少颇受中国美剧迷

喜爱的美剧已经树立起经久不衰的好口碑袁这种良

好的口碑效应会对同类型的美剧产生同样的良好

宣传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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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作为文化制品的美剧院价值策略

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院野电视剧作为一种特殊的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袁是对社会尧人生的矛盾做出的

想象性解决袁是民族尧社会之核心价值观的凝聚袁也
是最为广泛的共同文化心理的折射与外化冶[18]遥 除

去艺术品和商品的外衣袁美剧的内核显而易见要要要
作为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的文化制品遥美剧讲述美

国故事从而折射出美国大众文化中最主流的尧最具

共识性的价值观念袁 进而实现跨文化共识的构建袁
实现其作为文化制品的跨文化传播遥

综合来看袁不管是哪一类型的美剧袁我们都可

以感受到强烈的野个人冶或野自我冶色彩袁而且从任何

类型中都可以解读出主角在经历过一系列生活上

的巨变或打击后袁产生自我觉醒意识袁或是通过自

我奋斗最终获得自我成长的同一性母题遥更具体来

说袁首先袁美剧中对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现实权益尧
话语空间和权利意识的表达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

社会公平正义袁进而将这一话语塑造为社会持续进

步的重要标志遥 其次袁美剧中的故事主旨常常对不

同的族裔都进行现实关照袁会讲述少数族裔价值皈

依从而获得自由和成功的故事袁但立场依然是以白

人为中心袁 就像看似一碗各具特点的沙拉配料袁但
实质上最终仍逃不出大熔炉熔解下的文化趋同遥最
后袁尽管美剧丰富的文本涵盖了对各社会阶层的描

绘袁但是在对富裕的上层阶级的刻画时大多着重反

映浮华背后的人性丑陋和黑暗袁而对于中产和底层

阶级更多地着重于对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

实现的刻画上袁这也是美剧对社会阶级问题处理的

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原则遥

五尧结 语

通过对美剧在中国传播历程的考察袁我们可以

发现美剧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偶然袁改革开放为美剧

传入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网络技术进步为

美剧的传播提供了渠道支持,它是在全球一体化的

整体趋势下尧传播技术发展的驱动下尧多元文化互

动的需求下产生的必然文化现象遥 在全球文化彼

此理解日益加深尧打破文化帝国主义寻求多元文化

共享的今天袁美剧已经成为中国观众日常文化消费

中诸多大众文化制品中最为重要的一类遥 在过去

的 40 年间袁不同类型的美剧作品渐次通过不同的

途径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袁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袁几
乎所有类型的美剧在中国都或隐秘或公开地传播

着遥 由于不同的观赏动机袁以情景喜剧尧科幻类型尧
动作冒险类型为代表的美剧类型成为了在中国较

受欢迎的品类遥 除此之外袁美剧中的奇幻类型尧青
春类型在题材内容和后期制作上都以高品质制胜袁
也被中国青年观众所青睐遥

美剧之所以能够在非本土的环境中进行广泛

的传播和接受袁还和其在不同类型外衣包裹下的传

播策略有着重要的联系遥 美剧类型的繁多不仅要

求其本身在制播过程中严格规范袁也要求其进行以

利润效益为追求的商业营销活动袁更在于覆盖尽可

能多的社会群体的共同话题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

大的价值认同袁这也是美剧不断寻求跨文化尧跨区

域传播的本质诉求遥
在经历将近 40 年的传播历史后袁中国观众对

于不断更新的美剧早已不再陌生袁这也充分表明了

当代中国正以野看世界冶的眼光充分拥抱全球化浪

潮袁在国际化的视野中找寻自己的文化坐标遥 作为

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高度流通性的工业美学范本袁美
剧在中国近 40 年的传播的确带来了富有价值的传

播经验与启示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美剧引进

和播出的背后所牵扯的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文化反

思遥 如何在接受过程中正确地对美剧进行批判性的

甄选和辨析袁不仅是当下中国受众需要接受的考验袁
也是知识界和业界亟待思考和批判的焦点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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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nd Strategy of the Circulation of US TV Series in China: an
Analysis from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istory

LIU Yi-chen
(Division of Art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American TV series is the most widely spread and influential type of program of American TV industry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been circulating in China for nearly 40 years. The circulation of American TV series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int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American TV series in the 1980s, the circulation of
American TV series driven by consumer civilization in the 1990s, the invisible transmission of American TV ser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nd the stage of legitimate transmission of American TV series on the Internet in the
2020s. The circulation of American TV series in China is a typically type and differentiation communication, and its
impact depends on the cultural needs of the audience. Due to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themes with social changes and
the diverse acceptance motivations of audiences, the mainstream types of American dramas represented by sitcoms, sci-
fi dramas and action dramas are the most popular categories in China, which is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in a unique way. In addi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marketing and value,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 can be found in American TV series in China: various
American TV series require them to not only strictly regulate themselves in the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ing process,
but also carry out commercial marketing activities in pursuit of profit.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 kinds of American TV
series are more committed to covering common topics of as many social groups as possible, winning the greatest value
identification in the world, and relentlessly pursuing the essential goal of cross -cultural and cross -reg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American TV series; popular culture; type of American TV series; situation comedy; dissemination
process曰 communication strategy; propagation rule; 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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